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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鲁抗医药 6007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立新 包强明 

电话 0537-2983174 0537-2983060 

办公地址 济宁市太白楼西路173号 济宁市太白楼西路173号 

电子信箱 tlx600789@163.com qmbao@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584,130,271.69 5,201,916,245.07 2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32,619,324.12 1,957,905,626.68 49.7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757,105.11 113,751,607.2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576,896,320.48 1,275,001,748.67 2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2,979,098.29 32,004,486.26 28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535,351.42 25,731,123.10 31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01 1.71 增加3.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06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06 233.3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9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21.12 142,997,400   无   

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19 21,621,621 21,621,621 无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19 21,621,621 21,621,621 无   

中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29 15,495,100   无   

济南文景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8 11,351,351 11,351,351 无   

鲁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52 10,302,702 10,302,702 无   

济南国惠兴鲁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2 10,302,702 10,302,702 无   

张菲菲 境内自

然人 

1.35 9,114,400   未知   

山东运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9 6,054,054 6,054,054 无   



财通基金－中国银行－财通

基金－富春创益定增 4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80 5,405,406 5,405,40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公司国家股股东和中国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之间及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2018年上半年，公司以“生产经营、退城进园、产品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为核心，围

绕年度经营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改革创新，积极实施提质增效、动能转换，企业改

革发展取得较好成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7,689.63 万元，同比增长 23.68%；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97.91万元，同比增长 284.26%。 

报告期内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适应市场，抢抓市场机遇的能力有所提升 

退城进园项目的建设抓住市场的机遇，建设进度有了保证，实现了按期达产和达效。原料药

板块根据市场需求增加了泰乐菌素的生产，确保了公司的效益。制剂板块管理体系经受住了市场

考验，主动增加库存,发货量突破新高。  

2、完成产品生产许可证的转移等相关工作 

按期完成了产品生产许可证的转移、GMP 认证检查等工作。公司抓住省局“放管服”改革的

机遇，主动作为，对接协调，确保了鲁抗生产许可证、认证的获批，为生产的连续性、合规性提

供了保障。上半年顺利完成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检查 3次，完成 GMP 认证检查 3次，完成制剂产

品原料药报备、文号转移、客户审计以及国际注册等涉及到的 15个产品的检验方法验证工作。 

3、积极寻求合作，加快合作研发进程 

公司先后与两家公司签署了产品合资合作协议。公司与多个外部单位完成贴牌生产和合作新

产品开发的协议。加大与天津大学的沟通对接，加快推进“王静康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工作的开

展。加强与山东大学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的合作，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4、定向增发顺利完成，为公司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公司鲁抗医药股票定向增发工作历经一年多的时间，3月下旬募集资金 8.83亿元顺利到位。

定向增发工作的成功，对于贯彻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推进退城进园项目建设、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降低投资和财务风险、提升未来发展空间奠定了良好的资金基础。  

5、培育成长性子公司战略取得成效 

2018 年上半年，十家成长性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2%，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84.37%，鲁抗医药成长性子公司培育战略取得成效。 

（二）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分析 

2018年是中国医药行业政策环境变革中的关键一年，政策驱动下医药行业也处于深刻变革进

程中。一方面，在医保控费、招标降价、二次议价等带来的药品价格压力仍在，而行业增速在创

新产品驱动、消费升级和较低基数基础上同比取得恢复性增长，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下行业需求依

然稳定，医药行业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依然可期；另一方面，新版医保目录、一致性评价、优先审

评、创新药加快审评审批等重要改革成果已经陆续进入收获期，医保改革继续强化行业结构性发

展的大方向。 

1、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3 月 5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巩固破除

以药补医成果、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通知》。文件明确：2018 年，各省份要推进数据共

享、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实行高值医用耗材分类集中采购。建立健全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机制，更好满足临床合理用药需求。 

2、仿制药供应保障获政策力挺     

2018年 4月 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分别从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完善支持政策三个方面，对仿

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提出了具体意见。    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也是《意见》的核心内容。《意见》

指出，要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细化落实鼓励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的政策

措施。同时，要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审评审批流程。完善注册申请标准，提高仿制

药质量安全水平和上市审评审批效率。在加强药品质量监管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建立覆盖仿

制药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和质量追溯制度，严肃查处数据造假、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等违法违

规行为。   《意见》还提出系列完善支持政策，推动高质量仿制药尽快进入临床使用。同时，《意

见》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和价格政策方面，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出台支持仿制药转型升级的政策措

施。仿制药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抗菌药物分三级管理 

4 月 2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以下简称为《要点》)，包括 18

项核心制度，其中提到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2017 年，限抗令已经扩展到基层。2017年 3月，

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遏制细菌耐药的通知》，重点督查基层医

疗，随着本次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升华，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抗菌药物的管理使用将

更严格。 

    4、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 

    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目前国内已有 4 批通过，通过一致性评价意味着和进口原研药在

质量和疗效上完全等同，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可以互相替代。 

针对一致性评价已陆续出台配套支持政策。随着一致性评价逐步推进，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将在招标采购定价方面享受到政策红利，目前已有 12个省份针对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出台了相

应配套支持政策，从招标采购（包括直接挂网、质量分层等）、医保支付等环节。通过一致性评价

优质的仿制药有望在未来获得更佳的口碑和更广阔的市场。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快速反应机制，项目建设以满产为目标，全面完成“退城进

园”任务，全面提升公司研发能力，新产品研发取得实质性进展，提升公司运营管理水平。 

1、推动管理创新，实现公司发展模式的变革 

以原料药恢复性增长为重点，加快公司原料药配套生产能力的调整；加强制剂大车间建设和

营销模式创新；以全员职级评价启动为契机，推动职能部门价值评价；成长性子公司要通过投资

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通过管理要素的重组实现管理水平的再提升，进而实现螺

旋式增长。 

2、做好“退城进园”项目收尾工作，加快推进后续项目建设 

2018年下半年，公司将启动五大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及其他一些配套项目，通过这些新增项目

的建设，公司的发展方式和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在加快新园区建设

的同时，老园区的资产处置工作按照方案推进。  

3、以“千万级增量”项目为抓手，做好产销统筹协调 

对标公司年度预算目标和“千万级增量”目标，分解落实销售增量，拓展市场份额；统筹产

销衔接，化解产品结构性矛盾；跟踪产销变化，做好产能调配方面的统筹衔接。 

4、按照环保治理综合行动方案，全面抓好公司生态环境工作 

一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生物发酵菌渣综合利用、生物质发电等绿色环保项目进度，减

少危废排放，降低环保风险，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是减少煤炭消耗。加强余热余冷回收利用和能源梯级利用规划设计。通过推进生物质发电

项目和菌渣厌氧发电项目，降低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三是对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的有关政策。增加鲁抗生物农药公司

的肥料销量。 

5、加强安全和质量工作，确保企业稳定运行 

    安全方面：重点做好监督管理和培训，健全、培养合格的专业管理人员，督促建成车间按可

研和设计满负荷运行和使用现有安全设备设施，在新建项目上继续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使用自

动化程度高、安全性能好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设施，实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技术化。质

量方面：继续做好过程管控和质量提升工作，分析新园区、新设备产品质量可提升的优势和劣势，

运用相应管理方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继续做好生产场地转移和 GMP认证工作。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25日 


